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21年第4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21年11月3日召开了第107次会议。会议由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许宁生主持，参加会议并投票的委员有29人。会

议审议并表决同意授予207人博士学位。

根据《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学位申请人自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作出授予其学位决定之日起即获得相应的学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公

布之日起，任何人均可对相应的决定提出异议。自2021年11月5日至2022年1

月3日，如对本次公布的授予博士学位人员持有不同意见，可直接向复旦大学

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书面提出。

特此公告。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1年11月4日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107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5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2人 王垚 于沫

外国哲学2人 程都 黄江

宗教学1人 李海龙

经济学9人

西方经济学3人 贺嵬嵬 林燕芳 刘婉琳

世界经济3人 徐灏龙 周颖 司春晓

金融学2人 龚懿婷 李欣越

数量经济学1人 张鹏飞

法学7人

中共党史1人 张龙杰

国际政治1人 施嘉恒

社会学1人 朱爱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人 武亚运 罗智芸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人 江可可

党的建设1人 尹文

文学7人

汉语言文字学1人 韦玉熹

中国古典文献学1人 黄丽娜

中国古代文学1人 张弛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1人 卓睿

新闻学2人 李小青 费雯俪

传播学1人 朱冰清

理学93人

基础数学4人 陆竑斌 司飞 刘子轩 刘越里

计算数学1人 周李

应用数学1人 黄耀庭



运筹学与控制论1人 赵曈

理论物理3人 田筱超然 王震宇 胡文韬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1人 张伟光

原子与分子物理1人 王博

凝聚态物理6人
郝一清 栗佳佳 彭堃 潘银萍 王恒亮

龚雪

光学3人 陈林 赵晨明 苗宪冲

无机化学3人 李舟洵 崔荷珍 杨成斌

分析化学2人 王轩堂 韩珍珍

有机化学5人 郑杨光䶮 杜层层 王雷明 张弘 严兆君

物理化学1人 牛晓青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2人 彭兰 何纪卿

化学生物学3人 姬文娟 刘嘉琳 杨茂华

生物学1人 白维扬

植物学1人 欧阳东欣

生理学1人 薛文龙

神经生物学3人 崔冬阳 林伟 张炜

遗传学5人 郭毅 姜正涛 曹小莉 秦睿 秦越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10人
王瑜 王妍龚 包若萱 周黎 陈梅华

刘格彤 张志伟 刘为涛 王艺娜 徐英江

流体力学1人 张易明

物理电子学4人 黄晶生 曾盼 李敏 郝春静

电路与系统3人 方雁雁 谢煊 袁泉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6人
王俊 姜熠阳 罗成 陶佳佳 周耀

祝鸣赛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2人 姜述超 薛丰利

环境科学4人 王燕宇 姚雨含 李好文 孙剑峰

环境工程1人 黄素珍

免疫学1人 冯金涛

药物化学2人 梁玉茹 方超

药剂学1人 顾国龙

药物分析学1人 何承霖

药理学8人
祁祺 仲昱衡 刘志元 杨燕飞 王旭

甄兴兴 赵丰辉 田丹

临床药学1人 付萌



工学7人

光学工程1人 邵振华

材料物理与化学2人 黄瑜婷 李嘉峰

材料学2人 李乔丹 杨龙飞

生物医学工程1人 胡涛

软件工程1人 刘井平

工程2人

生物与医药2人 韩磊 赵永超

医学55人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2人 黄静 魏昊华

免疫学2人 郭林 闵晴

病原生物学6人
刘梅 许丹 舒君 岳蕾 何欢

邓稀仁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3人 侯陈建 娄未娟 朱平

医学系统生物学3人 刘朋 洪琴 梁英

内科学9人
叶果馨 陈琦 鲁智慧 唐莉 徐素娟

朱宝玲 黄金雅 王帮亭 张炜晨

儿科学1人 陈宏

皮肤病与性病学1人 申晨

外科学9人
LEE SOOMIN 李晶磊 孙嘉宇 朱亮 马文锐

王强 IGNATIUS 高信杰 孙佳佳

妇产科学1人 魏春燕

眼科学3人 吉顺梅 王姝 简玮骏

耳鼻咽喉科学2人 南奔宇 刘丹凌

肿瘤学8人
吴天琪 陈学 高振东 林叔陈 单泽志

黄英丹 屈晓飞 朱聪聪

临床口腔医学1人 陈美华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1人 王行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1人 杨丽

中西医结合临床2人 吾尼且木·吐拉克 张虎



临床医学14人

内科学2人 张家瑛 李雪洁

神经病学1人 王艺海

外科学2人 张怀超 王振卿

眼科学1人 郑佳蕾

肿瘤学7人
林楠 温哲旭 魏依绸 苏轶凡 李德亨

田姝 章颖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人 杨尤蓓

管理学8人

物流与运营管理1人 赵彦营

会计学1人 刘烨

市场营销1人 沈峥昱

财务学1人 叶源强

行政管理1人 王翔

环境管理1人 俞华军

公共政策2人 魏诗强 潘虹


